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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颖 通讯员 张争

参加征兵体检，接受祖国的挑选，这
是每个适龄青年应尽的义务。目前，萧山
2017年夏季征兵工作现已全面展开。

城厢街道有一部分老旧社区，虽然存
在居民人户分离严重、青年人基本在外等
实际困难，但经过社区的提前充分宣传动

员和政策解释，辖区内的适龄应征青年基
本上都积极地参与进来，该社区奏响四部
曲：通过精心组织，唱响责任曲；摸清底
数，唱响信息曲；积极发动，唱响宣传曲；
突出重点，唱响督导曲。

城厢街道整体征兵工作顺利，不过，
前几天也出现一个小“插曲”。7月25日
傍晚，城厢街道某社区社工张争在瓜沥参

加培训时，接到一通紧急电话，被告知辖
区内有一名应征青年小东（化名）拒绝参
加第二天的征兵初检。

结束通话，张争赶紧驱车从瓜沥往城
区赶，回到社区后，张争马上与小东的母
亲及外婆进行了电话沟通，因为小东不与
父母同住，张争还联系了社区民警、小东
母亲一起前往小东家中。去之前，张争还

特意提醒一同前往的民警：“等下就不要
穿制服了，毕竟我们只是去劝导，要是邻
居看到有警察来了，影响不太好。”

到了小东的家中，张争与社区民警对
小东再次解释政策、陈述利害关系、分析
实际情况，苦口婆心做着思想工作，小东
的母亲也帮忙劝说。经过耐心细致的思
想交流和家人劝说后，小东终于解开了

“思想疙瘩”，承诺如期按时参加初检。
当晚，张争与民警走出小东家时已是

晚上9点多，但是他们觉得，这样的工作很
有成就感。能让更多优秀青年接受祖国
的挑选，穿上那身英帅的迷彩服，履行神
圣的义务，这是每一个基层社区工作者在
征兵季里最好的心愿。

■记者 杨颖 通讯员 萧超君 王华儿

本报讯 近日，佳境社区内的佳境天
城小区举办消防安全活动，主要有两块内
容：开展消防实战演练、进行消防安全知
识培训

佳境天城小区物业保安和部分业主
顶着酷暑，在小区内参加了一场由佳境天

城物业服务中心组织的别开生面的消防
实战演练，现场组织疏散逃生、灭火以及
救援演练，整个演练紧张有序，提高了全
体参与演练人员的疏散逃生技能和安全
自救意识和能力。

演习结束后，由浙江省泰平消防安全
教育中心的代龙老师在社区二楼会议室
为大家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记者 杨颖 通讯员 华洁

本报讯“哇，这个恐龙化石那么
大。”“呀，这不是华南虎吗？”来自泰和社
区的小朋友们激动地说道。近日，泰和社
区青少年俱乐部的45名小朋友在社工的
带领下来到浙江自然博物馆参观学习。

步入场馆二楼，小朋友们纷纷循着

“生命家园”“生命诞生”“生命登陆”、“恐
龙时代”和“哺乳动物时代”的路线一一
寻访，思考生命出现的原因、了解生命登
陆的进程、探寻生命进化的规律。三楼
是种类丰富的生物世界，这里有地球上
不同门类、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通过荒
漠、雨林、极地等不同生态环境的模拟设
置，再加上身临其境的互动设备，让孩子

们更直观地欣赏到繁多丰富的生物画
卷。短短几个小时，让小朋友们体验了
一场看得到、听得见、摸得着的自然之
旅，更激发起大家探索自然与人类关系
的浓厚兴趣。

为保证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和体验效
果，社区工作者们认真备课，把相关的科
普知识跟孩子们交流分享。 ■记者 杨颖 通讯员 孙丹苹

本报讯 夏季雷雨、台风等天气逐渐频
发，为提高居民的防范意识，近日，油树下
社区组织全体党员和居民代表学习观看气
象科普知识的视频。

党员和居民代表通过视频了解到了

如何科学合理地应对暴雨、雷电等天气的
防御知识，同时也知道了许多气象灾害形
成的根本原因就是人为破坏环境造成的，
这也让居民们增强了保护环境的意识。
居民表示，通过活动认识了许多天气种类，
还学到了很多防灾减灾自救等基本常识。

■记者 杨颖 通讯员 徐乐斌

本报讯 近日，广德社区组织两个慰
问小组，先后走访看望了保洁工人、物业

保安和巡逻队队员。
社区工作者为他们送去矿泉水、清

凉油、毛巾、肥皂等防暑降温用品，并叮
嘱他们在高温下工作要做好防暑降温措

施，让他们在炎热夏季感受丝丝清凉。
通过这次慰问活动，广德社区不断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整个小区居民都来
关心环境卫生的良好氛围。

跟阿根伯说谚语

作者 金阿根
记者 何文静 主持

叶根在国有企业下岗后，自己去办了

一家工厂，可经济效益差，眼看就要倒闭。

妹夫海生也有个规模不大的工厂，

办得红红火火。这天到叶根厂里，看他

不过几十个人的小厂，什么厂长室、供应

科、销售科、财务科、设计室，牌子挂了不

少，每间办公室坐着一两个人，马上看到

问题所在，不客气地对舅佬说，脱产人员

太多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叶根辩解说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海生批评他是国有企业模式。什

么供应科销售科，你自己出马，进原料货

比三家价格压低。你再用一个人安排生

产，监管技术和设计就行了。多一个环

节多一个漏洞，国有、集体企业就是负担

重、成本高不得不改革。经妹夫点拨，叶

根作了合理分工，两三个人的工作一个

人干，工资调高，这样一来，人员积极性

得到调动，工厂果然起死回生。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跟我学说萧山话

作者 原住民
记者 何文静 主持

好肉挖爿疮：比喻在完好或完整
的事情上多此一举弄出瑕疵来。

例 1：阿林贪吃坏了肚子，跑到
医院看急诊。医生询问了发病经过，
开了好几张化验单，有 B 超的，有胃
肠镜的。阿林看看手中的单子，心
想：我只是吃坏了肚子，几颗牛黄解
毒片就能解决问题，要是去做胃镜肠
镜，好人也弄出病来，这种好肉挖爿

疮的事，呆子才去做呢，医生总是猫
当老虎抲。阿林拿着单子离开医院，
准备去社区医院看看。

例2：小丽暑假回乡下，奶奶见
了她的破洞牛仔裤好奇怪：这么破了
还不换？小丽说这是时尚，新裤子上
特地弄成这样的。奶奶想不通：好肉
挖爿疮的事还真有啊。

“好肉挖爿疮”

■记者 杨颖 通讯员 王云燕

本报讯 假期里，青少年常常外出，
因此安全出行的教育尤为重要。日前，
丁家庄社区假日学校组织社区内的青少
年来到地铁潘水站，看一看地铁设备，学
一学安全出行知识。

首先，地铁工作人员带领同学们来
到位于大厅地下的会议室，为同学们进
行地铁安全文化宣讲。引导标志、电扶
梯、屏蔽门，这些设备有什么要注意的，
地铁工作人员日常工作又都有哪些，同

学们听得津津有味。乘车规范从儿童抓
起，有助于从小培养自觉遵守规矩的好
习惯。工作人员着重讲解了安全文明乘
车的注意事项，大家纷纷说出自己的文
明守则，“车厢内不能吃东西”“不能在扶
梯上奔跑”，可见孩子们的文明乘车意识
还是很不错的。

接下来是参观活动，同学们跟随站
长来到车站控制室，了解地铁的日常运
作。站长演示了对讲机和站内广播的使
用方法，看着大屏幕上满满的控制灯，以
及一个个不同分工电脑的屏幕，同学们

惊叹不已。最后，地铁工作人员又带着
青少年一项一项了解设备。轧机、售票
机等要怎么操作，安全标识怎么看，同学
们听得很认真。

这一趟参观地铁站之行，让青少年
们看到了平时不对外开放的控制室，听
到了地铁运营背后的故事，有助于让他
们更好地体会地铁工作人员的辛苦，牢
记文明乘车的安全知识，争做文明的乘
车人。

■记者 杨颖 通讯员 俞俏艺

本报讯 为了普及爱牙护牙知识，增
强社区居民的口腔保健意识，百尺溇社
区携手萧山牙科医院在何家弄小公园为
社区居民提供口腔健康咨询、牙齿健康
检查及测量血压等志愿服务。

活动的主题为“关爱牙齿，健康一
生”，旨在宣传口腔保健知识，倡导大家
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提高广大居
民的生活质量。天气十分炎热，一大早，
来自牙科医院的志愿者就开始为过往群
众发放宣传资料，并提供口腔检查和医
疗保健咨询服务，同时还设测量血压等

服务。
活动现场十分忙碌，医务人员甚至

顾不上擦一把额上的汗水，热情而耐心
地为前来进行咨询和检查的居民服务。

此次义诊活动，在这炎热的天气里
让社区居民真切感受到社区的关爱，有
利于营造健康和谐的社区环境。

■记者 杨颖通讯员沈颖芝

本报讯 近日，金泰苑社区门口热闹
非凡，卖文具、卖玩具、卖水果的吆喝声
此起彼伏，走进一看“老板们”居然都是
小同学，这原来是金泰苑社区童心社小
小集市开业了。

金泰苑社区童心社为丰富青少年课
余生活，让孩子们学会分享，感受劳动的
快乐，特组织青少年开展了小小夜市活
动。活动开始前工作人员做了充分的准
备：运用多个平台招募小摊主、划定摊
位、制作摊主证、拟定小小夜市合同等。
活动当晚，小摊主们早早前来社区准备，

近三十个摊位吸引了众多的居民，吆喝声
伴随着社区的露天电影可谓是热闹非凡。

小小夜市的举办有别于以往的讲
座、手工实践等课程，孩子们通过签订合
同，使用工作证等方式体验社会生活，通
过摆摊赚钱了解富裕生活的不易，也感
受到劳动的快乐。

■通讯员 余琦

本报讯 为扩大垃圾分类的社会宣
传面，近日，育才小学203班开展了相关
主题活动——“参与垃圾分类，共建绿色
家园”。

家校联动，家长也踊跃参加。大小队
员们穿上红色志愿者小背心，走上街头。
活动从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开始，接着所有

人积极互动开展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的小
游戏，最后阶段则是向市民发放垃圾分类
知识的宣传单，尽管夏日炎炎，但是每个
人都全身心投入于活动中。

据介绍，该活动有助于增强市民对垃
圾分类知识的了解，促使市民能够积极参
与到实践垃圾分类的行动中，从而不断提
高自觉爱护环境卫生的意识，养成垃圾分
类的好习惯。

“小小宣传员”助力建设绿色家园

佳境社区 举办消防安全活动

油树下社区 宣传气象科普知识

北干小学阳光公社小分队慰问高温下的环卫工
人，给他们送去冷饮和毛巾。首席记者 范方斌 摄“小心意 大清凉”

小伙应征犹豫 社工民警连夜上门解“疙瘩”

丁家庄社区 倡导青少年地铁安全文明出行

泰和社区 组织青少年参观科普教育基地

目前，在一些镇出现大棚花卉销售热。特别是晚上，不少市民喜欢在饭后驱车前往购买。 记者 傅展学 摄

百尺溇社区“医心一意”在行动

金泰苑社区 童心社小小夜市很热闹

广德社区 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


